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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、目录、图表目录

报告说明:

     博思数据发布的《2020-2026年中国波姆光治疗仪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》介绍了波

姆光治疗仪行业相关概述、中国波姆光治疗仪产业运行环境、分析了中国波姆光治疗仪行业

的现状、中国波姆光治疗仪行业竞争格局、对中国波姆光治疗仪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

分析及中国波姆光治疗仪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。您若想对波姆光治疗仪产业有个系统的

了解或者想投资波姆光治疗仪行业，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。

    波姆光治疗仪是利用0.4-3.6&mu;m波段的光谱辐照人体表面或腔体表面，通过光热复合效应

能有效地杀死病变细胞组织，使粘膜组织凝固，血管凝固闭塞，达到治愈目的。

     特点：该仪器对1、2、3度宫颈糜烂一次治愈可达98%，愈后不留疤痕，表面光滑，恢复弹

性。治疗过程无烟、无味、对环境元污染。治疗头与人体无接触，避免了交叉感染适应范围

：各期宫颈糜烂、宫颈息肉、宫颈腺体囊肿、宫颈旧裂伤、外翻、增生肥大、外阴白斑、外

阴瘙痒、尖锐湿疣、外阴侧切口感染及粘膜病变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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